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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厅阿姨‘手抖’神功，以
后也看不到了”“空闲的自习教
室真难找，但以后再也不会找教
室了”“复习考试很辛苦，但再也
不会挑灯复习了”⋯⋯所谓爱之
深，责之切。吐槽才是当下年轻
人表达情感的正确打开方式。
今年，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的毕
业生们以竭力吐槽这种别样的
方 式 表 达 对 母 校 的“ 爱 恨 情
仇”。一句句“吐槽”背后凝结的
其实是对大学生活的点滴留念
和感悟。

如果说，青年人是社会节奏
的带动者，那没有什么能比“抖
音”更能代表 2018 年的青春节
奏。正如“抖音”神曲《我们不一
样》所表述的，青春所追求的就
是我和你不一样。

“学院非常暖心，这真的是
一份最别致、最意外的毕业礼
物。”毕业离校前，江西理工大学
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有近百名
毕业生都收到了一张手绘的私
人定制理工版车票。手绘车票
正面是车票的详细信息，其中起

始站为江西理工大学，车次为建
校年份，终点站则为他们的家乡
或者读研的学校。背面是学校
根据每个毕业生的特点，手绘的
他们四年来学习和生活的场景，
每一张车票都是为不同的毕业
生量身定制，独一无二的毕业礼
物让不少学生泪目。

为了纪念大学毕业，有些人
拍搞怪毕业照，有些人不停聚餐
吃“散伙饭”，而广东医科大学的
毕业生们却自编自导自演了一
部 75 分钟的医学电影，献给自

己过往的青春，记录了不同专业
的一群医学生在五年时光中的
美好和遗憾。

拿 什 么 纪 念 你 我 的 毕 业
季？今年，武汉大学为毕业生们
绞尽了脑汁。“晒出你四年来得
分最高的一门课”“在樱顶赏月、
看 星 星 ”“ 漫 步 、骑 车 游 东
湖”⋯⋯该校借助新媒体，发起

“毕业打卡100天”的活动，引导
毕业生寻找大学四年的追忆。
他们用别样的方式，把大学生活
浓缩后装进记忆的行囊。

新花样：青春的节奏“我们不一样”

夏风拂柳，离情依依。

六月的大学校园，因毕业季的到来显得格外

特别。四年流金岁月呼啸而过，哪些随时光流

逝，一去不复返？哪些沉淀为金子般的回忆，定

格成校园剪影？毕业季，或花式演绎一段别样年

华，或感恩回念那些匆匆过往，或追逐梦想遥望

远方⋯⋯不一样的道别方式不正是青春万花筒的

各式折射？

六月，我们走进全国十余所高校，与各地的

毕业师生一起，用心为大学画一个句号。

“吃粽子喽，近两万只粽
子免费大放送！”当毕业季遇
上端午节，扬州大学的毕业生
们着实享受了一番别样的“口
福”。该校毕业生的最后一节
传统文化课开在了食堂的餐桌
上。食堂阿姨和学弟学妹齐上
阵，为毕业生们亲手包制了近
两万只“相思粽”，并免费赠
送给临行的学子。在该校后勤
保障处副处长朱春生看来，扬
大最后的关怀是一种感恩，也

是 大 学 精 神在毕业季里的投
影。

感恩是温情的挥别！毕业
前夕，淮阴师范学院城市与环境
学院的学子们最后一次集体走
上街头，帮助环卫工人“接过
扫帚弯下腰”。他们的公益坚守
叫作“暖橙行动”，四年来，同
为“城市美容师”的学子们同
环卫工人一起清扫过满街的落
叶，走进他们的家中，给他们
的孩子义务补课⋯⋯即将毕业

了，他们用最后一次“暖橙行
动”感恩社会。

芳 婆 糕 团 、 左 师 傅 梅 花
糕、洪泽湖小鱼锅贴⋯⋯不久
前，一部 《南京味道》 纪录片
红遍了网络，勾起无数网友对
南京美食和城市的热爱与怀
恋。这是来自南京信息工程大
学 的 3 位 大 四 女 生 的 毕 业 作
品。四年的学业回赠所爱的
人，是最厚重的感恩。她们用
这份“爱的味道”表达了对南

京的款款深情。
感恩还是一种态度，更是

一种责任。6 月初，福州大学
土木工程学院的毕业典礼上，
10 名毕业生父母代表上台，接
受毕业生敬茶，感谢父母养育
之恩。现场，475 名毕业生站
在人生的新起点，向母校和社
会郑重宣誓：“用才华和智慧肩
负起民族的复兴使命，用实干
和拼搏肩负起国家富强的时代
重任。”

新内涵：感恩是“最温情的挥别”

“智慧的人，能够认识自己，有
清晰的人生目标更能够坚持自己的选
择⋯⋯”今年毕业季，一篇手写毕业赠
言在中国海洋大学“蹿红”，毕业生们
的微信朋友圈都被刷屏了。

毕业赠言的作者是中国海洋大学海
洋与大气学院院长管长龙教授。与大多
用键盘敲出来的“印刷体”赠言不同，管
长龙是亲笔写在信纸上，这与当前潮流
有些“格格不入”。更让人感动的是，管
院长手书赠言早在 2012 年就开始了，这
一写就是七年。

“我也没想到，这篇毕业赠言怎么一
下子就走红了，我只是做了一件作为院
长应该做的分内之事。”对于成为“网
红”，管长龙颇有些意外，他以往每年都
会给他的学生写赠言，“最初的毕业赠言
只是想表达与学生的离别之情，后来慢
慢觉得，毕业不应只有离愁别绪，比起伤
感，多传授一些经验更有意义”。

2012 年开始，中国海洋大学统一为
毕业生制作毕业纪念册，其中含有院长
赠言这一项。“我认为手写毕业赠言是一
件非常庄重的事情，不应敷衍了事和有
丝毫懈怠。”

有眼尖的学生发现了毕业赠言所用
纸张的“异常”，在学校官微上留言：“管
院长不仅有心，而且节俭，海大都更名多
少年了，他还在用着过去的信纸”“学校
都更名 16 年了，青岛海洋大学的信笺纸
也算是古董了”⋯⋯

对此，管长龙作了解释。原来，在书
写赠言前的一天，他利用闲暇整理办公
室书橱时，从几本书下发现了一沓信纸，
除了纸面有些泛黄，其他都好，不影响使
用，扔了怪可惜，“没想到还是被‘揪’出
来了，看来师生中有不少‘火眼金睛’。”
管长龙笑着说道。

管长龙手写的毕业赠言每年一个主
题，堪称一部连续剧。比如，2014年毕业
赠言的主题是“遇到逆境，要将其炼成自
己的逆商”，2015 年鼓励毕业生“做一个
有思想的人”，2016 年希望毕业生“学会
独处”，2017 年则勉励毕业生“自律塑造
人生”。“我已经五十多岁了，对人生还是
有一些感悟，也期望我写的东西将来对
学生能起到点滴的影响，作为一名教育
者，这也是一件很欣慰的事情了。”

管长龙在 2018 年的毕业赠言中写
道：哲学一词源于希腊语，是“爱智慧”的
意思。我认为每个门卫都是哲学家，因
为他总是问访客三个问题：“你是谁？”“你
从哪里来？”“你要到哪里去？”希望同学们
就像心中有个门卫一样时常自问：“我是
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愿
同学们以自省和知识开启智慧人生。

毕业赠言字迹飘洒俊逸，行文一气
呵成，读来朗朗上口，堪称美文。一位终
日与海洋打交道的科学家，一名理科学
院的院长竟也能下笔有神，妙笔生花，这
叫人多少有些疑惑。

“腹有诗书气自华”，这从他办公室
简单的陈设布局中或许能找到答案。他
不大的办公室里有两个书橱，一个里面
净是研究领域书籍，另一个则摆满了社
会学、历史学方面的书籍。生活中，管长
龙爱好不多，尤喜读书，特别是历史类书
籍，他认为，读历史有助于理解当今社会
百象，可以让自己洗去铅华，远离浮躁，
静下心来做喜欢的事。

管长龙七年来手书毕业赠言的原件
已被中国海洋大学图书馆的“海大文库”
收录，作陈列展出之用。“毕业赠言无论
是手写形式，还是发人深省的语句，都是
我作为师者的分内之事，只要能够给学
生的成长带来积极影响，我就会继续做
下去。”被问及手写毕业赠言这件事情是
否会继续做下去，管长龙如是说。

七年·老信纸
手写赠言

通讯员 金松

“万花筒”里折射别样青春

【关键词：红色锦囊】
6 月 12 日，西南民族大学举行了一场特殊

的毕业告别会。告别会结束后，一个“红色锦
囊”在毕业生的朋友圈走红了。“红色锦囊”中
包含了一本 《中国共产党章程》、一枚中国共产
党党徽、一册 《梁家河》。希望毕业生党员们做
历史方位清楚的明白人、做理想信念坚定的马克
思主义者、做追梦圆梦路上的奋斗者。

【关键词：戒尺】
郑州电力高等专科学校为毕业生准备了一份

特殊的礼物——一把戒尺。这是一枚以直尺为雏
形的金属书签，寓意“尺度与分寸”。上方为学
校校徽和海棠花镂空镌刻，正面是学校送给全体
毕业生的廉洁寄语“心中有信仰、举手有分寸、
举足有尺度”，反面则是学校毕业赠言。

【关键词:榔头】
今年的毕业季，电子科技大学的不少人都有

一把自己专属的小榔头。它文能修表拆零件，武
可钉钉砸核桃⋯⋯毕业以后，它还是一份记忆。
这个小榔头，是成电人在“基础工程训练”课程
上的作品。望毕业生具有不断创新的工匠精神。

【关键词：阅读报告】
临近毕业季，南京理工大学的毕业生们收到

了一张特殊的证书——“阅读报告”。“阅读报
告”上有着历年在图书馆借阅书籍的册数以及入
馆总次数。

【关键词：橡皮章】
扬州大学数学科学学院的毕业生们第一次收

到了一份私人定制的特殊毕业礼物。学生们收到
了该学院的公益社团为他们个性定制的专属的姓
名橡皮章。“姓”与“信”谐音，意在表达学弟学妹们
对学长学姐们未来职场生活的祝福。

【关键词：画像】
“南昌高校辅导员耗时 5 天为 128 名毕业生

手绘肖像画⋯⋯”近日，一个视频迅速在各大网站
传播开来，在这个视频中，一名辅导员别出心裁，
亲手绘制了128名毕业生的肖像画送给自己的毕
业生们，被众多网友称赞为“最走心的毕业礼物”。

【关键词：校历】
上海大学的毕业生收到一个特殊的信封，打

开后，里面是入学四年来的四份校历。可不要小
看了这份礼物，该校最具特色的学分制、选课
制、短学期制的“三制”教学优势，都能在校历

中得以体现。四年的青春，浓缩在薄薄的校
历中；但该校每一个毕业生都会记得：其中
的每一小格，都代表着一段难忘岁月，
一份珍贵回忆。

(徐倩 整理）

“小礼物”的“大期许”

北京理工大学18对毕业生举行校园集体婚礼。 中国海洋大学院长管长龙连续7年手写毕业赠言。

武汉轻工大学学霸情侣双双获得国家公费留学资格。 福州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毕业生在毕业典礼上给父母敬茶。

不管是离愁别绪，还是踌躇满
志，毕业季终究是学生时代最后的
尾巴。所谓“不疯狂，无青春”。今
年，我们又会玩出怎样的新花样？

我们都曾把最美好的青春留
在了菁菁校园。临别前，说一声
感恩，我们反复勾勒的是怎样的
新内涵？

“全班 40 人，都获得了继
续深造的资格，其中海外深造
21 人，直博 16 人。并且所有
同学中，读书期间全部都获得
过奖学金，据不完全统计，40
名学生拿到的奖学金总额超过
了 1000 万元。”学霸年年有，
今年特别多。6 月份，电子科
技大学“立人班”的故事火遍
全国。这个以该校首任校长吴
立人的名字命名的班级以超高

的入学率成为毕业季当之
无愧的网红班。

毕业季里，有人

选择奋战职场，有人选择继续
深造，有人向往大都市的繁华
与喧闹，有人偏偏喜欢乡村的
偏远和宁静。不同的选择意味
着不同的方向，但奋斗者最青
春，每一个追寻梦想的人都了
不起。

毕业了。南京邮电大学经
济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
本科毕业生王海飞将学士帽高
高抛起，即将开始他的又一次
创业。“这一次创业，
我选择了妈妈的老家
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

自治州。”王海飞说，高中毕业
后，他第一次回到老家，国家
级贫困地区的现状深深地触动
了他。那里生态环境好，土壤
含丰富的硒，被誉为“世界硒
都”。可农民养的鸡，种的水
果，因为没有销售渠道，加上
交通不便，只能在当地贱卖。
今年 3 月份，王海飞注册了湖
北飞思欣科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项目以“公司＋农户”的

方式，开发当地的富硒
农产品。

毕业季，有的选择
为梦想鼓劲加油，有的
忧虑起逐梦的孩子何时

回家。在苏州大学校友会的微
信平台上，毕业生通过注册申
请就可领取一张电子校友卡。
身份通过后，毕业生可自由地
选择加入学校校友分会，还可
获得一张“校园出入券”。即使
在离开学校后，凭“校园出入
券”毕业生每天仍可进出校园
一次。

对未来，很多毕业生都充
满憧憬，无论追逐着梦想奔向
何方，路一直都在脚下。

（出 境 高 校 ：南 京 邮 电 大
学 张前、苏州大学 姚臻、武
汉大学 肖珊、扬州大学 张
运、广东医科大学 周圆）

新征程：梦想在远方“灼灼闪光”
约定好所有的出发都是为了

更好的归来，但依旧反复念叨，
熟悉的你我，即将开启怎样的新
征程？


